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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遗存到底有多宝贵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讯 近日，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圆满

落幕。宝鸡文理学院三名大学生担

任组长设计的三件旅游线路作品，

获得西北赛区两个二等奖、一个三

等奖。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

创意策划大赛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中

国教育电视台、安徽省文化和旅游

厅等单位主办。大赛以“祝福祖国母

亲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鼓励大

学生关注红色文化，并将红色旅游

与其他旅游形式结合，参赛作品需

围绕安徽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设

计。据悉，本次比赛共收到来自境内

外 246 所高校的 630 余件参赛作

品。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 2017 级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张

之怡、2018 级旅游管理专业黄子

淞、2018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辛

旭分别为组长设计的旅游线路新颖

独特，紧扣红色文化主题，注重趣味

性与教育意义相结合，斩获三个奖

项。充分展示了宝鸡学子在红色旅

游设计实践方面的才能，以及我市

年轻人对红色文化的关注与思考。
本报记者 张琼

我市学子获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奖项
本报讯 10 月 18日，第三届陕西

民间工艺品博览会暨第五届陕西民间

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

评奖活动在西安市永兴坊开幕。宝鸡

社火脸谱绘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星

荣获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

艺美术作品奖（见左图）。全省仅 6人

获该奖项，这是张星继 2008 年获陕西

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之后，

第二次摘得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近百位民间艺术家和数

千件民间艺术精品齐聚西安市永兴

坊，有名家、有佳作、有看头。陕西民

间文艺山花奖是中共陕西省委宣传

部批准的全省唯一的民间文艺综合

性奖项。据悉，第五届陕西民间文艺

山花奖· 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评奖

活动共收到参评作品 259 件（组），汇

聚了我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

力和智慧。经过严格公正的初评、终

评，最终评出山花奖获奖作品 6 件

（组），入围作品 46 件（组）。张星凭借

宝鸡社火马勺脸谱作品“青龙”“白

虎”脱颖而出，摘得陕西民间文艺山

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充分展

现了宝鸡社火马勺脸谱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张琼

我市非遗传人再摘陕西“山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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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庙秦公墓出土的秦公钟

省级文保单位孙家南头西汉仓储遗址

石鼓山墓地出土的牺尊

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

2012 年 6 月，石鼓山墓地考古现场。

10 月 16 日，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以下简称第八批国保单位）名单，我市 6
处文保单位上榜，跻身“国字号”行列。截至目前，我
市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27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是不可移动文物的最高保护级别，这些珍贵的
历史遗存是散落在西府大地上的瑰宝——

满载文化记忆

从历史中走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华

文明的优秀代表。1961 年，国务院

核定公布了第一批 180 处国保单位，

1982 年，宝鸡周原遗址入选第二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我市大

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与合理利用。

今年，我市入选第八批国保单位

的分别为：遗址类有血池遗址、孙家

南头仓储遗址、柳巷城遗址，古墓葬类

有石鼓山墓地、太公庙秦公墓，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有宝鸡申新

纱厂旧址。

一片土地上的过往，岁月长河里

的遗存，它们都是祖先留给后人的财

富，遥远且真实。

血池遗址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曾

获得被誉为中国考古界“奥斯卡”的

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

址对研究中国古代祭祀制度、深化秦

汉礼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孙家南头西汉仓储

遗址位于孙家南头村西 800 米的千河

东岸二级阶地上，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

的时代较早、结构完整、规模宏大的一

处国家性质的漕运仓储设施；柳巷城

遗址是中原地区罕见的东汉末年坞堡

类建筑遗址，它的发掘对城址的始建年

代、沿用年代、城内堆积、各遗存的相对

关系、保存状况有了明确的认识。

除过这三处古遗址之外，石鼓山

墓地、太公庙秦公墓也在此次“国保”

遴选中脱颖而出。石鼓山墓地位于

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

2012 年 6 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

发现的。经过连续两年的发掘，共清理

墓葬 15 座，出土各类文物共计 230 余

件（组）。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

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石鼓

山墓地的发现名列 2013 年全国考古

十大新发现之首；太公庙秦国陵园是

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秦文化遗存，勘

探发现的秦公大墓和车马坑，是探索

早期秦文化的重大发现，对推动以秦

都平阳为纽带的早期秦文化研究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

为，在第八批国保单位中，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占比大幅提

高，结构进一步完善。

作为首次入选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的宝鸡申新纱厂旧

址，更是引人注目。宝鸡申新纱厂

旧址是国内现存保留较为完整的

抗战工业旧址，见证民族企业家实

业救国的历史，它的迁建及发展为

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无悔奋斗年华

  从青丝到白发

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

翔说：“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是

新时期广大文物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职责。要用世界的眼光、历

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深刻认

识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文化遗

产保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通

过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把丰厚的文

化遗产资源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和

影响力。”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

一批批文物工作者在考古一线，几十

年如一日，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了自己

热爱的事业。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田亚岐，是秦雍城考古队第六任队

长，也是血池遗址考古队的总领队。

34 年来，他一直坚守在田野考古工

作第一线，田亚岐记得，2016 年冬

天，考古队员在凤翔县血池村北边的

山上探下去的一铲子，带起了一块完

整的玉珩，玉珩的发现，引出了一个

古老的皇家祭祀遗址。经过近三年的

大规模调查勘探和选择性发掘，确定

了血池遗址系目前我国秦汉时期“祭

天”遗址中，与文献记载完全对应，

由选址与地貌关系、坛场、祭祀坑、建

筑、道路、外环沟及本体以外的相关

设施所构成的完整“雍畤”文化遗存。

田亚岐说，血池的发现，与上世

纪中叶至今的雍城几代考古人的努

力分不开。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陕

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雍城进行了多次

勘察和发掘。几代考古人以青丝到白

发，雍城遗址逐渐向世人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著名考古学家韩伟的主持下发掘

出的秦公一号大墓，更是让世界震

惊。1988 年，秦雍城遗址跻身“第三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宝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上

地下遗址遗迹分布广泛，内涵丰富，这

为考古发掘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研究资源。1961 年出生的郝明科，现

任渭滨区博物馆馆长，曾多次参与我

市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就一名基

层考古工作者而言，他在考古一线工

作 22 年来，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是增

长知识与技能的课堂，也是一段充满

艰辛和探索的求知历程。

郝明科记得，从 2012 年 6 月开

始，经过连续发掘，石鼓山墓地考古可

谓硕果累累。其中，出土的 92 件青铜

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

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

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

弥足珍贵，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

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加大保护力度

从细微处入手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宝鸡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从

北首岭人繁衍生息到炎帝教民

稼穑，从周公制礼作乐到秦

穆公春秋称霸，从陈仓暗度

到五丈秋风，从法门舍利到

神鸡鸣瑞，“宝地神鸡”自古

就是耕耘桑田、启迪文明的肇

始之地。那些散落在宝鸡城市

乡村的古代建筑、历史文物、重

要遗迹，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

化遗产，凝结着古人的智慧与情

感，承载着传统文化赓续不绝的

厚重基因。

自 2018 年 7 月启动第八批

国保单位相关申报遴选工作后，国

家文物局共收到 3123 个申报项目。

国家文物局就初步推荐名单多次征

询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

关部门的意见，对初步推荐名单进

行了调整，并将调整后的名单再次

提请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

予以确认。

从最终核定公布的名单看，第八

批国保单位类型包括古遗址 167 处、

古墓葬 30 处、古建筑 280 处、石窟寺

及石刻 39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234 处、其他 12 处，其中，我市

6 处文保单位跻身“国字号”行列。宝

鸡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宏斌说，从古建

筑到古墓葬，再到近现代重要史迹，我

市引以为傲的文物“家底”在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再次

彰显了无限魅力。

这些宝贵的遗存是历史的见证、

文明的标志，是人们共同的精神家

园。“在保护工作上，我们既要有共

识，更要有行动。”刘宏斌表示，要从

增强文化自信的高度来提高认识，规

范国保单位的保护管理，按照文物保

护法要求，完成“四有”（有保护范围、

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

构）工作，从细微处入手，夯实文物管

理基础，使保护举措行之有效。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精美的

文物瑰宝，是宝鸡对外宣传的金色

名片，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来宝

鸡观光旅游，这是宝鸡人的骄傲，也

是对宝鸡文物事业的鼓舞。刘宏斌

说，我市将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前提

下，积极宣传推介国保单位的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增强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处理好经济发展中古和今的

关系，促进国保单位与旅游产业的

融合，让这些优秀的文化遗存，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从而焕发

出新活力。


